
和谐共生 可观保山

保山政法英模事迹

2021年 4月 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杨冬燕 王曼华 电话 0875原2203925 E-mail:bsrbztb@163.com

33

本报讯 自爱国卫生 野7个专项行
动冶开展以来袁龙陵县坚持高位压实责
任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袁累计
整合投入资金 8600 余万元袁 不断加强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袁全面改善城乡人居
环境袁用好野定尧细尧盯尧治冶四字诀袁推动
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不断取得新成效遥

定遥定机构遥成立由县委尧县政府主
要领导任组长袁有关副处级领导任副组
长袁县直有关部门尧各乡镇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遥 领导小组下设综合
协调组尧专项行动组尧宣传组尧督查组 4
个工作组遥 专项行动组分别下设野清垃
圾冶野扫厕所冶野勤洗手冶野净餐馆冶野常消
毒冶野管集市冶野众参与冶7 个专项行动
组袁着力构建野主要领导亲自抓尧条块结
合共同抓尧职能部门配合抓尧专门机构具
体抓冶行动体系袁切实强化组织保障遥 定
方案遥 研究制定叶龙陵县推进爱国卫生野7
个专项行动冶工作方案曳袁明确工作目标
和责任分工袁形成主要领导牵头抓袁分管
领导具体抓袁一级抓一级袁层层抓落实的
责任传导机制和良好工作格局遥

细遥 细化网格遥 按照野一网覆盖尧责
任细化尧协调配合冶的原则袁将城区分为
5大片区 129项重点建设内容袁 责任明
确到部门尧到社区尧到具体人员袁做到纵
向到底尧 横向到边的全覆盖销号管理袁
抓实抓牢野清垃圾冶专项行动袁形成责任
明晰尧条块分割尧合力联动的工作格局遥
细化责任遥 将县城道路分为 8个承包片
区袁由 124 名保洁员组成流动保洁组每
日进行动态保洁袁并严格督促落实野门
前三包冶袁城区环境卫生得到显著改善遥
截至目前袁 消除裸露垃圾 0.46万吨袁实
现日机械化作业面积达 36.43 万平方

米遥 城市机械化作业率保持在 70%以
上袁 建成区垃圾容器化覆盖率保持在
90%以上袁 密闭清运率和无害化处理率
达 100%遥细化制度遥充分运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及创文工作中取得的成功经
验袁进一步完善野7 个专项行动冶治理管
理尧考核评比等机制袁抓住农村党员尧农
村妇女尧学生尧公职人员等特殊群体的
示范带动作用袁通过现场观摩袁形成差
异式体验尧前后式对比尧感受式交流袁切
实提高思想认识遥 全县 1007 个村庄均
已建立卫生保洁制度袁配备乡镇垃圾收
运车 61辆袁实行野户清扫尧村转运尧镇处
理尧县指导冶的农村垃圾清运模式袁逐步
形成科学高效的垃圾处理网络遥

盯遥 盯任务目标遥 制作龙陵县爱国
卫生 野7个专项行动冶 明细表袁 摸清底
数袁 及时了解各项指标的推进情况袁实
行短板销号袁做到问题解决一个袁销号
一个遥盯短板死角遥全面消除城镇旱厕袁
统筹推进城乡厕所建设和提升改造袁完
成城市公厕手纸箱尧 感应洗手液装置尧
自动喷香机安装工作袁全面达到野三无
三有冶标准遥 目前袁已消除学校旱厕 22
座尧城镇公共旱厕 6 座尧县城建成区户
旱厕 169 座尧农村旱厕 31793 座袁全县
30 座城市公厕尧29 座集镇公厕全部完
成制度上墙及免费公厕标识张贴袁116
个行政村公厕无害化率均达 100%袁自
主研发城市公厕 App尧城市公厕管理数
据小程序袁30 座城市公厕全部录入完
毕遥 盯重点场所遥 全面建设和改造升级
学校尧医疗机构尧集贸市场尧公园广场尧
客运站尧旅游景区和室内公共场所等重
点区域洗手设施袁确保数量充足尧质量
达标尧管理到位尧经久耐用袁做到县城区

洗手设施随处可见袁重点公共场所全覆
盖遥 全县共完成洗手设施建设 156 套袁
所有洗手设施均配置洗手液袁重点区域
安装了擦手纸袁 公园广场中 15 座洗手
设施全部安装感应式洗手液遥 自主研发
城市洗手设施管理数据小程序袁156 套
洗手设施全部录入完毕遥 同时袁坚持抓
长抓细抓小袁严格公共场所卫生清扫和
规范化消毒管理袁落实每日消毒打卡制
度袁 通过电脑或手机端实时查看情况袁
实现公共场所经营单位消毒打卡可视
化监管袁 做到公共场所清洁消毒全覆
盖遥 截至目前袁监督检查野八类冶重点场
所 398 家袁其他公共场所 504 家袁覆盖
率达 100%遥 卫生质量抽检 516家袁抽检
率 57.21%袁其中野八类冶重点场所卫生抽
检率 100%遥 野常消毒冶二维码及小程序
注册 470户袁注册率 100%遥

治遥治脏遥全面开展小餐饮店尧小作
坊持证情况检查袁 坚决取缔无证经营遥
深入开展野明厨亮灶冶尧农村食品安全治
理尧野公筷公勺冶野小作坊尧小餐馆尧小摊
贩冶食品安全整治等专项行动袁督促餐
馆严格落实环境卫生尧仓储配送尧餐具
消毒等要求袁全面改善餐馆环境遥目前袁
450家县城建成区及重点景区餐饮服务
单位已全部注册移动监管 App遥 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 382 人次袁检查指导餐饮服
务提供者 691 家袁 发出整改通知书 27
份袁查处违法案件 32件遥 通过常态长效
化监督检查袁20 家中型餐馆尧301 家小
型餐馆尧50家单位食堂及 114 家餐饮类
食品摊贩全面达标遥 治乱遥 常态化持续
整治农贸市场垃圾乱扔尧 污水乱排尧摊
点乱设尧货物乱摆尧周边乱象野五乱冶问
题袁实现农贸市场净化尧美化尧规范化尧

精细化尧标准化目标遥截至目前袁累计对
农贸市场及周边经营户开展检查 645
次袁出动执法人员 325人次袁发出整改通
知书 14份遥 对县城建成区农贸市场进行
改造提升袁规范各类摊点经营户 286户袁
更新市场内野云南健康码冶12份袁规范农
贸市场公示制度 11条遥 农贸市场内占道
经营问题得到解决袁 水产品销售区干净
规范袁 集贸市场管理水平不断提高遥 治
散遥 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和网
络平台等新媒体袁 积极发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和融媒体中心等阵地的作用袁
广泛深入开展健康知识宣传袁 深度开展
无烟单位创建袁 每周五常态化开展爱国
卫生大扫除野众参与冶活动袁形成人人参
与尧 人人支持的浓厚氛围遥 目前已在电
视台尧网络等媒体累计播出倡议书 1500
条次袁开设新媒体平台 5 个袁持续开展
宣传 822 条次遥 统一制作张贴社交距
离尧勤于洗手尧分餐公筷尧控烟限酒宣传
模板 800 张袁发出野健康文明生活冶野文
明用餐冶等倡议书 1000份袁滚动播放各
类宣传标语尧广告 1 万余条次遥 开展爱
国卫生野7个专项行动冶宣讲活动 162场
次尧野众参与冶进社区志愿服务 610次袁专
栏曝光不文明行为 18 期袁全县野万步有
约冶 健走拓展赛 1次遥 参与大扫除单位
473个 5万余人次袁参与工间操单位 250
个 1万余人次遥 咱本 记暂

2020 年以来袁腾冲市腾越街道在爱国卫生野7 个专项行
动冶中袁大力开展农村农贸市场环境卫生全提升行动袁全力整
治农贸市场野脏尧乱尧差冶现象袁使农贸市场成为展示腾越文明
形象的窗口遥

下绮罗社区是腾冲著名的侨乡袁环境清幽袁游客众多袁而
与古香古色的村庄环境格格不入的是村寨内的小街子遥小街
子以村寨主巷道为市袁给周边市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
的同时袁也给村容村貌带来不利影响遥

野小摊贩来这里摆摊卖东西其实很正常袁也能方便我们
的居民群众袁但问题出在早市结束后遥 冶据社区党总支书记彭
超邦介绍袁每天 12点左右早市结束后袁摊贩们依旧把摆东西
的桌子尧大伞留在原地袁留着占摊位遥 野本来两辆车能并排通
过的道路袁一般只能走一辆车袁还要小心翼翼地遥 冶

2020年以来袁腾越街道执法大队联合社区多次对该早市
进行整治袁对过分占道经营者进行批评教育袁并由社区村委
会出资统一制作了 80余张摆摊用的桌子袁 同时要求摊贩在
早市结束后把桌子等规范摆放好遥

野农贸市场整治现在初见成效袁摊贩都比较自觉了袁环境
卫生也比以前好多了遥 冶彭超邦高兴地说遥

同样花了大力气整治的还有云山尧金源尧大宽邑尧马常尧
油灯尧洞山尧永乐尧玉璧等社区以路为市的农贸市场遥

与其他社区相反的是袁永乐社区赶的是晚市遥 野来我们这
里摆摊的袁一半以上是在洞山街子收完摊后又来我们这里摆
的遥 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当地的村民袁来卖一点小菜遥 冶永乐社
区党总支书记主茂鑫介绍遥

该农贸市场毗邻老腾保公路袁 为了招揽更多的顾客袁不
少人直接把摊位摆在公路边上遥 同时袁一些过路的驾驶员也
会靠边停车袁下车买菜遥 野这条路车子多袁买菜卖菜就在大路
边袁有时候看着危险得很遥 冶不少村民都这样表示遥

通过划摊位线尧开展安全教育尧规范整治等袁永乐农贸市
场也有了显著改观遥 野现在大家的安全意识尧环境卫生意识都
提高了遥 冶村民朱丽波高兴地说遥

在玉璧社区袁农贸市场的整治则更为彻底遥2020年年底袁
玉璧社区投资 600万元的农贸市场正式投入使用袁设固定摊
位 54个及流动摊位数 10个袁曾经的以路为市现象彻底成了
过去式遥

走进玉璧社区农贸市场袁市场外车辆有序停放袁市场内
摊位整齐划一袁货品摆放有序袁公益宣传随处可见遥 野原来嘛袁就是村民自发在
村内主干道上摆摊袁既不安全袁也不规范遥 冶玉璧社区副支书番承啟说道遥

随着新建农贸市场投入使用后袁 在规范经营的同时袁 不但增加了群众收
入袁还通过收取一定的摊位垃圾处理费袁增加了社区集体经济收入遥

野菜市场袁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遥 下一步袁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治
理袁加大项目规划建设力度袁切实提高广大村民群众的幸福感遥冶腾越街道城市
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番绍贤介绍遥 胡长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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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0 月 16 日袁高黎贡山
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在高黎贡山
西坡界头站辖区北风坡首次拍摄
到白尾梢虹雉渊雄雄同框冤影像资
料袁并于同年 11 月 19 日拍摄到一
家 6口影像资料遥

白尾梢虹雉渊Lophophorus scla鄄
teri冤袁 国家玉级保护野生动物袁叶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曳
渊CITES冤中的保护动物渊附录 I冤袁
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曳(IUCN) 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稀有物种遥

白尾梢虹雉分布于中国云南
西北部和西藏东南部袁以及印度东
北部和缅甸东北部遥

白尾梢虹雉是大型鸡类袁隶属
鸡形目雉科虹雉属袁雄性体重 2100
克至 2800克袁体长 64厘米至 70厘
米袁 雌性 2000克至 2500克袁 体长
58厘米至 63厘米遥栖息于 2500米
至 4000 米海拔的高山森林和林缘
灌丛与草地袁 特别是亚高山针叶
林尧高山竹林灌丛尧杜鹃灌丛地带
较常见遥 在高黎贡山袁多栖于海拔
3100米至 3500米之间的高山箭竹
林中遥 以植物的叶尧茎尧幼芽和根为
食袁偶尔也吃昆虫遥 白尾梢虹雉除
繁殖期外常呈小群活动袁 白天活
动袁 晚上栖于低枝上或岩石边袁生
性机警胆怯袁很难接近遥

白尾梢虹雉袁俗名雪鹅袁色彩丰
富袁颜色绚丽袁全身泛着金属光泽袁
是鸟类的颜值担当遥 雄鸟自头顶至
尾部袁全身有蓝绿色尧绿色尧紫铜色尧
海蓝色尧纯白色尧棕色尧青铜色尧红铜
色尧黑色等袁堪比七色彩虹遥

自 1983 年高黎贡山自然保护
区建立以来袁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
间里袁除了西南林业大学韩联宪教
授和他的学生罗旭在大塘管护站
辖区拍摄到过白尾梢虹雉影响外袁
保护区腾冲分局一直没有拍摄到
白尾梢虹雉的影像资料袁对这一珍

稀物种在高黎贡山分布的基本情
况了解非常有限遥 2009年袁腾冲分
局界头管护站在巡护时曾看到过
白尾梢虹雉的身影袁遗憾没有拍摄
到过影像资料遥 直到 2019年 10月
份袁界头管护站在开展资源监测时袁
护林员监测到了疑似白尾梢虹雉的
大鸟袁由于雾气大袁又没带照相机袁
并不能确定就是白尾梢虹雉遥 听到
这一消息袁 时任高黎贡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界头
管护站站长的李绍明袁 立即组织护
林员到北风坡一线布设红外相机袁
希望能拍摄到这只野大鸟冶遥

2019年 11 月份袁 工作人员在
换取红外相机电池尧卡片时袁惊喜
地发现了白尾梢虹雉的身影遥 这是
高黎贡山腾冲分局在西坡界头辖
区首次拍摄到白尾梢虹雉野外生
存的清晰影像资料袁为揭开白尾梢
虹雉的神秘面纱拉开了序幕袁这一
发现填补了界头管护站没有白尾
梢虹雉确切分布区域记录的空白袁
也为高黎贡山腾冲分局加强白尾
梢虹雉的生境尧栖息地的保护和恢
复提供了科学依据遥

所谓好事连连袁2020年 7 月又
传来了其他护林小组的喜讯袁在东
华管护小组辖区也拍摄到了一只
成年雄性白尾梢虹雉影像资料袁同
时红鬣羚尧菲氏叶猴等珍稀保护动
物也现身于早三管护小组辖区遥

界头管护站拍摄到白尾梢虹
雉野外照片的事情袁引起了保护区
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袁现已将白尾
梢虹雉监测项目列入腾冲分局雉
类重点监测项目遥 这一发现得益于
基层管护站工作人员不辞劳苦的
野外监测袁离不开当地群众的共同
保护袁同时也反映出高黎贡山腾冲
分局在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取
得的成效遥

李洲启

张兆赛袁在腾冲人民检察院工作 27年遥 多次荣
获野巾帼建功标兵冶和野信访先进个人冶等荣誉称号遥

胸前始终佩戴着耀眼的检徽袁她说袁这是自己最
钟爱的胸针遥 2010年以来袁她经手的案件息诉率达
到 100%遥

孙某某因被赵某某家属控告涉嫌非法拘禁罪而
被公安机关立案并取保候审袁 他多次申诉无果遥 张
兆赛耐心地听他讲述后袁 把发现的问题和疑点向公
诉部门做了反馈袁又协助办案人员找来了野受害人冶
赵某某遥 最终调查结果证实袁 该案确实存在事实不
清尧证据不足等问题袁最后对孙某某做出了不起诉的
决定遥 2014年元宵节早上袁孙某某一家三代人袁给检
察院送来了书写着野热情接访暖人心袁秉公执法顺民
意冶的匾牌遥

野工欲善其事袁必先利其器冶遥 张兆赛知道袁要想
让群众信服袁自己必须熟知相关政策和法规内容袁懂

得案件处理的程序和关键环节遥 她带领控申部门干
警严格按照规定开展举报线索的初核工作袁 使一批
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处罚遥 她严
查腾越镇某村 267 人联名举报的挪用征地款线索袁
最后查处了一批窝案尧串案遥 2011年 6 月 23 日袁23
名村民放着鞭炮袁送来了野秉公执法袁立检为民冶的
匾牌遥

张兆赛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困难群众给予政
策上的支持和照顾遥 2010年至今袁腾冲市控申部门
共对 84 人给予了国家司法救助袁 共发放救助金
131.66万元遥

张兆赛积极主动拓宽救助渠道袁 让群众真切感
受到司法的温暖遥 孙某某的母亲遇害后袁 留下未成
年的孙某某姐弟俩和 74岁的奶奶袁家庭生活十分困
难遥母亲遇害袁父亲被捕袁对 12岁的孙某某心灵造成
很大伤害遥 为了帮助孩子走出心理阴影袁 张兆赛利
用业余时间参加心理学会尧 妇联社会心理服务组织
举办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技能及心理学知识培训
班袁并用学到的知识为孩子进行心理疏导遥 2018年
12月 20 日袁张兆赛一家去探望孩子遥 离开时袁孩子

把自己栽种的一盆花递给张兆赛说院野大妈袁我把最
爱的花送给最美的您遥 冶那一刻袁张兆赛觉得所有的
付出都值了遥

腿上粘着泥袁心中有底气曰胸前有检徽袁使命重
如山遥 说起自己先后获得的 30余项各级各类荣誉袁
张兆赛说院野无愧使命袁值得浴 冶

保山市委政法委供稿

张兆赛 院27 年 野零差评 冶检察官

本报讯 昌宁县田园镇切实整合
力量尧强化责任尧抓实举措袁推动爱国卫
生野7个专项行动冶向纵深发展遥

社区干部和工作人员配合上级主
动作为袁成为野主力冶遥 社区积极对接配
合上级有关部门袁做好厕所整改尧垃圾
清运尧餐馆卫生检查尧集市管理尧公共场
所消杀尧 群众健康卫生知识宣传等工
作袁 同时组建爱国卫生志愿服务队袁深
入开展辖区内河道清理尧 卫生打扫尧政
策知识宣传等袁带头示范尧主动参与袁营
造出了人人参与爱国卫生行动的良好
氛围遥 截至目前袁社区组织开展爱国卫
生志愿服务活动 100 余次袁 参与 3000
余人次遥

网格化管理单位认真履职积极参
与袁形成野合力冶遥 田园镇充分发挥野报
到支部袁服务有我冶网格化管理部门优
势袁将辖区多处公共场所尧设施划分成
网格袁 作为到社区报到的网格部门的

卫生责任区袁负责卫生保洁工作遥 同时
把社区野两委冶干部和下辖党支部全体
党员编入网格袁 与网格单位一同深入
到网格责任区袁 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
动袁重点对责任区内河道沟渠尧公共场
所和老旧小区尧 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
进行全面清理尧整治袁着力对绿化带尧
深水沟尧 生活污水排放沟等难以经常
性清理的卫生死角进行细致清理袁确
保责任区整洁卫生遥

返乡大学生志愿服务助力爱国卫
生行动袁再添野新力冶遥 田园镇充分利用
大学生野返家乡冶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
动机会袁 设置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岗位袁
引导志愿服务人员积极投身到社区爱
国卫生尧疫情防控等工作中袁共有 35 名
志愿者到社区开展社会实践遥 除走访入
户登记返乡人员信息尧参与卫生死角排
查清理工作外袁志愿者还挨家挨户宣传
清垃圾尧勤洗手尧常消毒等爱国卫生专

项行动相关知识和疫情防控知识袁用实
际行动号召广大居民共同参与爱国卫
生行动遥 此外袁志愿者每天在社区门口
认真执勤袁 对来访者进行扫码登记尧体
温测量袁耐心回答群众的咨询遥 田园镇
每个角落都有志愿者的身影袁深受社会
各界好评遥

爱国卫生红黑榜机制压实网格单
位责任袁传导野压力冶遥 田园镇组成督查
组并建立了野红黑榜冶制度袁将推进全镇
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工作中做得好的单
位列入野红榜冶袁将发现的问题和单位纳
入野黑榜冶并向全镇通报袁同时对野黑榜冶
问题实行销号管理遥 截至目前袁野红黑
榜冶已经通报 5 期袁野红榜冶单位 50 个袁
野黑榜冶通报问题 25 个遥 野红黑榜冶制度
实施以来袁树立了鲜明的导向袁进一步
传导了工作压力袁 夯实了整改责任袁短
期内有效地提升了整改工作效果遥 目
前袁通报的 128 个问题中袁已经督促整

改 122 个袁6 个需要长期协调解决的问
题相关部门也已制定了整改方案遥 在
野红黑榜冶的动态排行下袁全镇形成了你
追我赶尧争上游争冠军的新局面遥

群众自觉参与家庭卫生和公共卫
生袁激发野动力冶遥 通过网格单位和社区
爱国卫生志愿服务队的带动袁田园镇群
众认识不断提升袁主动参与到爱国卫生
专项行动中遥 结合开展美丽庭院建设行
动袁 各家各户都从自家环境卫生做起袁
做到物品摆放整齐袁厨房尧厕所按时消
杀袁定期开展居家消毒工作袁做到干净
卫生遥 同时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袁养成健
康的生活习惯遥 此外袁各居民小组群众
还自行携带清洁工具袁积极参与网格单
位爱国卫生志愿服务活动袁 对河道沟
渠尧公共场所尧住宅小区以及公共区域尧
背街小巷尧村庄道路等重点区域进行环
境卫生清扫尧垃圾清理整治袁形成了全
面参与的良好氛围遥 咱代志斌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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